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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先先交交旧旧房房，，谁谁就就能能先先选选新新房房
毓璜顶区片(二期)征收方案正式出台，安置房源为毓秀小区1-6号楼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李园
园 ) 经过一个月的征求意见，

《毓璜顶区片(二期)征收方案》正
式出台，安置房源为毓秀小区1-6

号楼。和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选房
不再摇号随机抽取，而是采用谁
先交旧房谁就先选新房的方式。

据了解，“方案”征求意见稿
发布后，烟台市国有土地房屋征
收补偿中心书面征求了被征收房
屋所有权人的意见，根据征求公

众意见情况及根据公众意见对
“方案”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在关
于小棚面积的认定上，意见稿中

“房屋配套小棚(房改表有备案的)

按建筑面积1200元/㎡给予补偿”
修改为“房屋配套小棚按建筑面
积1200元/㎡给予补偿”。也就是
说，房屋配套的小棚，不管房改表
有无备案，都按建筑面积1200元/
㎡补偿。

另外，关于产权调换房屋选

房时间的安排有了调整，将意见
稿中“征收部门计划于2013年11

月7日上午8时开始，组织已交旧
房的被征收人按选房顺序号由小
到大依次选房和签定《房屋征收
产权调换协议》”修改为“征收部
门在征收决定发布后第5天开始，
组织已交旧房的被征收人按选房
顺序号由小到大依次选房和签定

《房屋征收产权调换协议》。”
为鼓励居民早点搬迁，对在

签约期内搬迁交房的被征收人给
予奖励。按被征收房屋所有权证
(不含共有权证)建筑面积每平方
米奖励100元，单户搬迁奖励费低
于10000元的按10000元计发。按被
征收房屋所有权证(不含共有权
证)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增发300元
搬迁奖励费。超出规定签约期限
搬迁交房的，取消上述奖励。安置
房源为毓秀小区1-6号楼高层住
宅房屋，其中1-5号楼为现房，6号

楼为期房。
早交房也能早点选上房子，

据了解，此次安置房选房是依据
被征收人搬家交旧房后所领取
的选房顺序号由小到大依次选
房。选房时，被征收人必须按各
号选房时间安排到该项目征收
办公室选房，每号选房时间为5

分钟。为不影响其他被征收人选
房，未按时到场的被征收人不予
等候。

张江汀会见
日本客人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王晏
坤) 9日上午，烟台市市委书记张
江汀在东山宾馆会见了日本电气
株式会社政府及公共安全事业部
部长朝仓一郎一行。

张江汀说，烟台位于胶东半岛
东部，与日本隔海相望，一衣带水。
近年来经贸合作范围逐渐扩大，驻
烟日资企业现有上千家，发展情况
良好。日本电气株式会社是实力雄
厚的高技术产业跨国公司，希望客
人此次来访，能够深入考察烟台的
投资环境，促进与烟台的进一步合
作。

朝仓一郎表示，日本电气株
式会社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富有
成效，在烟台的分公司是全球最
大的指掌纹数据加工基地，目前
发展势头良好。今后将为双方交
流与合作付出更多努力，为烟台
建设智慧城市、安全城市提供更
大帮助。

烟台至佳木斯
列车停运三天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孙健
通讯员 张广亮 龙沿伶) 记

者从烟台火车站获悉，因沈阳铁路
局施工，10月17日、21日、22日由烟
台开往佳木斯的K1392/3次列车停
运；同时10月15日、19日、20日佳木
斯至烟台的K1394/1次列车停运。
已购买上述车次车票的旅客可在
全国各地火车站(含代售点)通退
通签车票，且退票改签均不收取任
何费用。

旅客详情可咨询电话：0531-
1 2 3 0 6，或登录烟台火车站网站
www.ythcz .net，微博weibo .com/
ythcz查询。

今天有场房地产

企业专场招聘会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蒋慧
晨 通讯员 郭志刚) 据悉，烟
台市人力资源市场为了更好地
满足企业用人和求职者择业的
需要，10日(星期四)举行“烟台市
房地产暨房产中介装潢企业招
聘会”，百余家企业将提供 1 2 8 0

多个岗位。
参加招聘会的有桦林置业、阳

光置业、美南集团等100多家企业，
通过现场招聘、委托招聘等形式招
聘所需的各类人员。招聘会提供各
类就业岗位1280多个，招聘的岗位
主要有销售经理、项目经理、土建
工程师、置业顾问、财会人员等70

多个专业工种。
烟台市人力资源市场位于莱

山区府后路2号，乘坐7、17、10、23、
52、62路车人力资源市场(体育公
园 )站点下车。咨询电话：0 5 3 5 -
6291255、6291812。

华阳热电开收暖气费首日

开开辟辟绿绿色色通通道道，，方方便便老老人人交交费费
本报10月9日讯 (记者 孙

淑玉) 9日上午，华阳热电客服
中心和银行同时开收今冬取暖
费。一大早，今年特意为老弱病
残开通的绿色通道前就围满了
老人，填单子、代办所有手续，遇
腿脚不便的老人、残疾人只要在
一旁的长椅上坐等一阵就有工
作人员帮忙办好所有手续。仅9

日一天，就有30余位老人享受到
绿色通道的便利服务。

9日上午10点半左右，家住
奇山西街35-3的杨佩明老人挪
着小步独自前来交费。今年83岁
的他前不久刚做完手术，身体还
在恢复期，见老人行动不便，守
在绿色通道口的工作人员田少
波赶紧帮老人填好单子，扶老人
在长椅上坐下后，客服中心副主
任郑莹又帮老人交了费。不到5

分钟，杨佩明老人的取暖费就交
上了，从郑莹手中接过零钱，老
人高兴得连连道谢。“没想到还
能享受这待遇，辛苦你们了。”

听说今天开收取暖费，81岁
的于瑞加老人在保姆的陪伴下
拄着拐杖来到华阳热电客服中
心。往年要排队等候交费的他，
今年只等了几分钟这套手续就
办齐了。填单子、代办各种手续，
工作人员的细心让一同前来的
保姆完全闲下来，陪在长椅上跟
老人聊起了天。

收费首日，除了绿色通道吸
引不少老年人驻足外，拆片复供
和协议供暖窗口也聚集了不少
市民。家住塔山小区的张大姨今
年想重新开通暖气，听说月底就
截止办理，她赶紧趁着收费第一
天来了。记者获悉，正常供暖的
市民可选择附近烟台农商银行
或是华阳客服中心交费，其中客
服中心不刷银联卡，市民需提前
准备好现金。此外，如有其他疑
问，可致电6096011详细咨询。

清泉热电15日起开始注水试压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孙

淑玉) 记者获悉，15日起清泉
热电将陆续开始在单元楼内注
水试压，为今冬供暖提前做准
备。

记者了解到，为提高收费
效率，清泉热电今年投资开发
了新的收费软件，极大减少了
用户的排队等待时间。首次供
热的市民可在交费时现场领
取供热用户证，同时签订供热
合同。如需改动姓名或面积，

市民需携带房产证原件或购
房发票到客服大厅办理相关
手续。另外，今冬清泉热电还
在万光府前花园小区开设了
银行代收试点。为避免出现交
费扎堆现象，自9月13日起，清
泉实业供热公司已深入居民
小区现场办理收费业务，市民
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到小
区内或供热公司客服中心办
理，现金、刷卡均可。具体交费
时间，市民可关注小区单元楼

下张贴的收费通知。
记者获悉，清泉热电片区

内用热户占50%以上的单元，
将按建筑面积 2 4 . 5 0元/平方
米 收 取 采 暖 费 , 用 热 户 达 到
30%但不足50%的单元要求供
暖，在正常交费的前提下，还
需加收20%的热损费。私自改
造地暖的用户要求供暖的加
收 2 0 %的热损费。如有疑问，
市民可拨打 5 5 2 1 6 1 1详细咨
询。

烟台市召开安委会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

前前三三季季度度3399人人因因生生产产安安全全遇遇难难
本报10月9日讯(记者 王

晏坤) 9日上午，烟台市召开第
4次全体扩大会议，烟台市安委
办主任、市安监局局长张建生
通报了烟台1至9月份事故指标
控制和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
通报显示，烟台市1至9月份累
计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7 2

起，死亡39人。
张建生通报称，道路交通

领域安全仍是重中之重，发生
生产经营性道路交通事故 6 4

起，死亡29人；其中，较大事故1

起，死亡7人。而工矿商贸领域
其次，发生生产安全事故8起，
死亡10人，同比分别下降33 . 3%

和33 . 3%；其中，建筑施工领域，
发生生产安全事故3起，死亡3

人。另外，水上交通、林业、渔业
船舶、农业机械、特种设备等领
域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行业
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冰冷的数字背后是一个
个不幸的家庭，虽然严控生产
安全，但悲剧仍在不断发生。9

日下午，记者从烟台市安委办
了解到，第四季度特别是冬
季，历来是事故易发期、多发
期，监管任务重。针对第四季
度烟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烟台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爱军
作了安排部署。他提出，烟台

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抓好重点
隐患挂牌督办工作，对尚未整
改完毕的 1处省级、4 0处市级
挂牌督办隐患，抓紧落实整改
措施，确保尽快整改完毕、及
时上报销号、早日消除风险。
要求10月底前906处废弃矿井
要全部彻底封堵，今年应关闭
的 4 1处矿山 1 1月底前必须以
政府文件公布名单，彻底炸毁
填实井筒，拆除生产设备设
施，关闭到位。

“每年10月到次年3月，都
是渤海湾最不平稳的时期，历
史上曾经发生多起海难，教训
极为深刻。”会上，于爱军说

道。他要求全市交通运输、海
事、海洋渔业、港航等部门要
强化恶劣天气预报预警和安
全防范工作，加强在航船舶特
别是小型船舶的跟踪管理，严
禁渔船超抗风等级、超航区出
海作业。

另外，市政府安委会将把
安全执法监管能力建设纳入今
年安全生产年终考核，达不到
标准要求的将予以扣分；同时
将此纳入事故责任倒查范围，
凡因执法监管能力建设不到位
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将严肃
追究县市区政府相关领导的责
任。

工作人员帮老人办好交费手续后，将找回的零钱还给
老人。 本报记者 韩逸 摄问暖热线

15264520357 15106456961


	J07-PDF 版面

